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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四川攀枝花90后小
伙小安遇上烦心事，他经人介
绍认识了年龄相差4岁的女孩
小李，两人相亲后彼此印象都
不错。于是，在相识二十多天
后，小安一方便到小李家提亲，
并先后给了20.6万元彩礼。

不过，这段感情仅仅维持
了三个月，婚后两人吵架不断，
两家人的关系就降至“冰点”。

眼看两人的感情无法维
系，小安一方要求对方退还彩
礼未果，起诉至法院。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近
日，两家人因彩礼“对簿公堂”，
双方在法庭上各执一词。

最终，经法庭调解，双方达
成协议，小李家退还小安家10.4
万元的彩礼钱。记者了解到，虽
然双方举行了婚礼，但尚未办理
结婚手续。如今，彩礼钱经调解
已进行了退还，至此，这段“彩礼
风波”终于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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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1325期开奖
结果：515。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21139期开
奖结果：红色球号码：14 24 12 23 27 19 蓝色球号码 01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彩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325期开奖结果：612，直选：
17965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37916注，每注奖金173元。
（44224094.0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325期开奖结果：61297，一等奖
122注，每注奖金10万元。（302641490.5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1140期开奖结果：982710+7，
一等奖0注；二等奖6注，每注奖金42102元；三等奖43注，每注
奖金3000元。（280498613.0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体彩

足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21148期：3100133030000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21148期：3223200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1148期：333300330010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第21148期：31001330300000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2月7日）

4日上午，成都市高新区天
府长城嘉南地小区一住户家中
起火，该住户居住在21层。经消
防救援人员及时灭火，火势很
快得到控制，所幸并未造成人
员伤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在现场了解到，一名居住在同
栋楼24层的住户王先生在察觉
火情的初期，便快速前往到楼
下相邻多个楼层挨家敲门，最
终确定了着火的楼层和住户，
并引导屋内人员逃生。王先生
后又回家拿出常备的灭火器试
图扑救，但无奈火势和烟雾太
大才作罢。

据王先生回忆，火情初期，
他先是闻到了一股烧焦的气
味，在自家检查一圈没发现异
常后，又到窗口探望，才意识到
气味来自于楼下，“（当时）已经
有烟了。”

一开始，王先生以为起火
的是22楼，“赶紧下去敲门，但
一直没有人开。”再次观察，“才
发现是21楼。”

接着，王先生又下到21楼
继续敲门。在其中一住户家门
口敲了很久，没有人来开门，他
一边敲一边给物业拨打了电
话。终于，一个小姑娘打开了房
门。王先生称，当时房间里烟雾
已经很浓了，“只能看到1米以
下的空间了。”

他赶紧叫小姑娘关了电源
总闸，接着引导小姑娘和其外
公出门逃生。待两人离开后，王
先生又返回家里拿着常备的灭
火器前来扑救，无奈烟雾太大
已无法进入。

一段现场目击者拍摄的视
频里，此时着火房间闪着火光，
黑烟持续从屋内飘向窗外，一
些被烧毁的零碎物件开始朝楼
下坠落。

此后，消防救援人员抵达，
很快就控制住了火势。

记者在现场见到了逃生的
小姑娘，她表示，起火房间是外
公在住，外公今年已80多岁，火
情刚刚出现时，她曾自行扑火，
但没能成功，头发也被烧焦了。
她推测，起火可能和房间里使
用的电热毯有关。好在两人都
没有受伤，“外公身体没有问
题，已经转到安全的地方了。”
小姑娘说。

据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消
息，现场过火面积10平米左右，
无人员伤亡，起火原因目前正
在调查。消防同时提醒，冬季到
来，天干物燥，易引发火情，市
民要特别注意用电用气安全。
用气时，必须有人在场，使用电
热设备时，应购买品质合格的
产品，使用时确保有人在场，使
用完毕后应及时断电。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亮

暖心！21层住户家中起火
24层邻居挨家敲门找到被困者

扶贫、入会、画饼、吸金，全
国多省上万人误入陷阱。这是
怎样的犯罪行径？又是怎样的
圈套陷阱？

12月3日，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从四川广元市公安局
利州公安分局获悉，嫌疑人冒
充领导，伪造文件，以国家乡村
振兴战略项目为由进行诈骗，
而他们宣称只需缴纳34元会
费，就可获得128万元扶贫款。
经警方几个月的侦查，在全国
多地抓获14名嫌疑人，成功捣
毁了这一电诈团伙。

宣称缴纳34元
可获得128万元扶贫款

2021年3月，四川广元市反
诈中心在工作巡查中，发现有
市民正通过网络参与一个“下
乡扶贫”项目。广元市公安局刑
侦支队随即将该线索下发至利
州区公安分局，并联合分局展
开初查。

经初步调查，犯罪嫌疑人
冒充领导，以国家乡村振兴战
略项目为由头诈骗受害者，号
称将拨付千亿元给十万个贫困
会员，而每人仅需缴纳34元入
会费用便可获得128万元扶贫
款，同时还可发展会员，按照发
展会员情况额外获得200万元
到400万元不等的扶贫款。

广元市公安局利州公安分
局民警介绍，下乡扶贫，作为推
进国家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工
作，是一项标准明晰、程序严谨
的国家政策，从申请、评议、审
批再到落实，都有严格的流程。
而如今，花34元即可入会，还可
分得百万扶贫款？这简直就是
无稽之谈。

经民警进一步调查，当时

全国的参与人数已高达上万
人，且遍布全国多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涉及金额也已超过
百万元。

民警筛查数十万条数据
成功锁定电诈团伙头目

据介绍，利州公安分局将
初步调查情况层层上报，四川
省、广元市、利州区三级公安机
关领导高度重视成立了“7.13”
专案。

专案组民警介绍，其实关
于“扶贫”诈骗犯罪由来已久，
公安部也曾部署过打击整治该
类犯罪活动的专项行动。但随
着互联网领域的日益发展，“扶
贫”诈骗不仅未止歇，甚至愈演
愈烈，披上了乡村振兴的外衣，
导致大量群众深陷其中。

面对难题，专案组民警及
时调整侦查方向，以犯罪嫌疑
人作案的银行卡、账单为突破
口，对数十万条数据展开筛查
和层层剖析。终于，从数十万条
数据中“淘”出了有用信息。通
过对该部分信息的分析，可以
确定该犯罪团伙的头目为王某
某、于某某、李某某三人；“洗
钱”成员为万某某（在逃）、王某
某等人；组织发展下线领导成
员为张某某、杨某某等人。

从10月26日至 11月11日，
专案组辗转广西、云南、广东、
江苏、北京等多地，陆续抓获犯
罪嫌疑人14人，上网追逃1人，
缴获银行卡20余张、POS机10
余台、手机20余部及假证书、假
文件等大批作案工具，收缴涉
案赃款50余万元，冻结银行账
户10余个涉案资金100余万元。

付丽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汤小均

现实版“女心理师”揭秘心理危机干预：

靠情感与技术，帮求助者走出阴霾

缴纳34元会费
可获128万元扶贫款？
全国上万人误入“扶贫陷阱”，警方抓获14人

9090后小伙后小伙““闪婚闪婚””给给2020万彩礼万彩礼
婚后女方回娘家不归

法院判：退还彩礼10万元

记者采访获悉，虽然两人之前按
照当地风俗举行了婚礼，但由于当时
小李未到法定结婚年龄，尚未到民政
局领取结婚证。

在法庭上，小安与小李均表示，不
愿意继续履行这段婚约，也不愿意共
同生活，想尽快结束这段关系。那么，
实际支付的彩礼是多少，彩礼究竟该
不该返还、应该返还多少，成为本案辩
论的焦点。

庭审结束后，为妥善处理这起彩
礼纠纷，法官何天军特地邀请人民调
解员刘万辉一同到被告家中参与调解
此案。法官决定先做被告的调解工作，
因为退不退彩礼、退多少彩礼，首先要
做通被告方的思想。

经过普法宣传和做思想工作，小
李一方终于答应退还一部分彩礼钱。
在随后和小安一方的调解中，小安一
方提出，小李家最少返还10万元彩礼，
并且不能分期。最终，在法官和调解员
的反复沟通下，双方终于达成调解协
议：小李一方退还给小安一方104390
元的彩礼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小安家认为，他们给了小李家“巨
额”彩礼，但婚后小李回到娘家后再也
未归家，应退还已给付的彩礼钱。但
是，小李家并不同意。

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小安家将
小李家告上法庭，要求返还20.6万元
彩礼钱。近日，攀枝花市盐边县人民法
院渔门法庭开庭审理了此案，两家人
因彩礼纠纷“对簿公堂”。

在庭审现场，双方对感情破裂的
原因各执一词，小安一方坚称是女方
悔婚，而小李一方则坚称是男方退婚。

“随着相处时间增多，两人矛盾不
断，经常吵架，因此提出回家住几天。
他们一家冷落我，态度也不好，随时还
打骂我。”小李称，之所以一直没有返
回男方家中，是因为男方不仅没来接
她回家，还打电话说“缘分尽了”，是男
方想退婚。

在法庭上，小李的父亲称，实际上，
他们家只收到小安家彩礼19万余元，其
中有6000元服装费及红包返还给了男
方，“这些钱都花完了，而且是男方退婚，
我们家没有过错，彩礼钱不应退还。”

开庭
男方要求退彩礼未果
起诉女方

然而，好景不长，新婚不久，小安
和小李的感情就出现裂痕。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了解到，由于双方是经人介
绍相亲认识，婚前彼此了解不足，婚后
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后，由
于双方性格差异较大，逐渐出现矛盾。

“开始还是合得来，后来发现各
方面意见都不合，脾气就出来了。加
上饮食习惯好像不太一样，就为一些
小事经常吵架。”小安称，原本以为两
人能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但结婚一
个多月后，两人经常就为琐事吵架。

“我对这个儿媳妇的印象还是
不错，挺满意的，主要是两个年轻人
合不来。”小安的父亲表示，开始并

不知道两人吵架，后来知道这一情
况后，也多次进行了劝说，但没有任
何效果。

2021年6月15日，小李突然提出
要回娘家，安家挽留无果后，小李收
走了所有的随身衣物。当天，安家将
小李送到了其父亲的手里。此后，小
李再也没有回过安家，这更加深了两
家人的矛盾。

为何将小李送回娘家？对此，小
安表示，他与小李相处了三个月，她
的脾气也很大，动不动就吵闹，“我们
如果继续留她在这边的话，我们也害
怕她想不开，或者是走什么极端，实
在合不来的话，还不如早一点分开。”

小安出生于1997年10月，家住攀
枝花市盐边县的一个小山村。2020年
11月，在媒人的介绍下，他与2001年
出生的小李相约到盐边县渔门镇一
家饭馆吃饭，也就是相亲。见面后，两
人互相添加了微信，开始交往。

两人对彼此的第一印象都不错。
据小安讲述，第一次见到小李时算是
情投意合，当时也没有多考虑。不过，
两人认识之后，很少有机会见面，都
是在微信上聊天。随着网聊的深入，
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

认识二十多天后，小安家决定到
小李家提亲。2020年11月9日这一天，
小安及父母、亲戚来到小李家里，当
时两家谈得比较愉快，按照双方约

定，男方给予女方20万元彩礼钱。在
订婚当天，小安家先给付了小李家
16.6万元彩礼。

小安的父亲安先生表示，儿子结
婚的前一天晚上，安家又向小李家支
付了2万元，次日办婚礼时又支付了2
万元，“实际上，除了给彩礼的20.6万
元，再加上办婚宴的钱，一共花了30
余万元。由于当时家里钱不够，大部
分都是借的。”

2021年2月27日，按照当地风俗，在
双方亲朋好友的见证下，小安和小李
举行了热热闹闹的婚礼。虽然彩礼让
安家欠了不少债务，但看着儿媳妇顺
利被娶进门，安家也并没有太介怀，只
是希望这对年轻人婚后能好好地生活。

结局
双方均不愿继续履行婚约
经调解女方退还彩礼10.4万

闪婚 相亲后20多天就订婚
男方给了女方20余万彩礼

裂痕 性格不合经常争吵
女方回娘家后不归

最 近 播 出 的 电 视 剧《女 心 理
师》，在一开始便道出了一个残酷的
事实：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 2019
年全球自杀状况报告数据，每年超
过70万人死于自杀，每四十秒，就有
一人自杀死亡。从研究数据来看，自
杀的原因主要包括家庭关系、婚姻
纠纷、人际不和以及精神障碍等。

“自杀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
行为，身处社会高速发展期，生活的
压力与摩擦随时可能引起情绪爆
发，导致人们冲动终结生命。”成都
市第四人民医院心理咨询与治疗中
心负责人周游告诉记者。

有人将心理危机干预比作医院
的“急救室”。有一支危机干预心理
师团队，正在用技术与情感，打捞那
些危机中的人心。

24小时运行的心理援助热线
用技术与情感打捞无助的人心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有一条心
理援助热线——成都市心理援助热
线（96008），24 小时运行。打来电话
的，除了一般心理问题咨询，还有非
常绝望的，“一开口，就告诉你要自
杀。”周游说，遇到这种情况，心理师
就要进行及时的心理危机干预。

“保证求助者安全是首要的。”
她说，心理师会先问对方身处何地，
遇到什么困境，告诉对方“我们愿意
倾听，非常想帮助到你，请你先到安
全的地方”，尽量稳住对方情绪，并
给予支持帮助。

这一时期，
心理师也会尽

量多地获取求助者信息，比如地址、
身边人联系方式。如果对方愿意给
与信息，心理师也会马上联系求助
者身边人赶到现场缓解危机。

也有比较棘手的情况，比如求
助者拒绝透露任何信息。这时候，心
理师就尽量在电话里拖时间，帮助
对方稳定情绪。也有直接挂断电话
的，心理师就会不停地打过去，与对
方保持联系。必要时还会采取紧急
措施，和公安部门联动。

低龄化越来越明显
社会各界需通力合作

周游观察到，一个值得注意的
现象是，求助者低龄化趋势越来越

明显。在她看来，儿童青少年情绪问
题尤其是抑郁、焦虑，甚至采取自伤
自杀等极端方式，已经成为一个社
会问题。这背后，关联着家庭、教育、
社会环境等。

周游就曾接到一个学校的求
助，一位老师观察到班里一个孩子
似乎有一些抑郁。周游了解到，这个
孩子的情绪此前就存在问题，但家
庭不认同。“他们认为孩子就是不想
上学，没有抑郁症。”长此以往，孩子
的情绪积累愈发严重。

后来，周游前往学校对这个孩子
进行了情绪干预，建议家庭带着孩子
去医院就诊用药。同时，对同班另外两
个与其关系要好的伙伴也进行了心理
干预，让他们不要因为该事件在心中
埋下心理隐患。而求助对象如果存在
人格问题，治疗时间还将更长。

“看到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遭受
这些心理痛苦，我很想去抱住他
们。但一个心理师的力量有限。”她
希望家庭、学校、医院、社会能通力
合作，从源头上扼住这朵伤害孩子
们健康成长的“罪恶之花”。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祥萍


